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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靠聖靈得生  靠聖靈行事 

年度經文：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我

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拉太書五章 24-25 節）  

本週背誦經文：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他所誇的就專在自己，不在別人了，  

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在道理上受教的，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

教的人。 (加拉太書六章 4-6 節) 

本週聚會內容  

堂別／時間／地點 講 員／講 題／經 文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09:00~10:40 

地下室會堂 

盼望的人生 / 天韻詩班 
羅  靖 

黃宗欽 

葉  昇 

新愛 

小組 

第二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許知儀 

活水 

團契 

英語堂 11:00~12:30  

四樓 會堂 

LeAnn Eyerman 

【Eucharisteo - giving thanks】 

1 Thess 5:18, Luke 22:19 

徐百瑩 李詩青 吳偉賓 簡婉縈 曹劉碧霞 

當日聚會場地表 

時 間 主 日 聚 會 地            點 

07:00 清晨守望禱告 2 號 地下室 副堂 

09:10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4-6 歲：3C＆3E╱7-11 歲：4 號 3 樓&4 號 3 樓-1 

09:10 尋真團契 (13-15 歲) 中正公民會館（忠孝東路一段 108 號 8 樓） 

09:10 慕義團契 (16-18 歲) 4-1 號 7 樓（青年館) 

11:00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4-6 歲：3C＆3E╱7-11 歲：4 號 3 樓 

教會異象：因為愛，我們服事 

教會使命：我們要建立一群成熟（活出愛）的

基督徒，靠著神的恩典，來服事這

世代的華人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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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韻詩班，傳遞平安！ 

日期：2014 年 8 月 10 日（第一、二堂） 

講員：許恩賜團牧 

一、傳遞平安 

二、見證分享 

三、平安信息 

四、呼召 

曲目： 

1.  我要向山舉目 

2.  有福的確據 

3.  獻上祝福 

4.  歡樂主作王 

5.  耶穌給你平安 

6.  尊主喜樂 

7.  昂首無懼 

8.  不免驚耶穌在此 

9.  堅信 

10. 信心的旅途 

11. 耶穌愛你 

12. 生命中的雲彩



教會動態  

1. 8/10 (日) 8:30~13:00 在教會二樓由『童軍

團』預備【找茶會】，同時有天韻詩班 CD 專

賣，歡迎前往享用餐點及選購 CD。 

2. 為增加肢體間彼此認識與交流的機會，委身

家庭部將於 8/31(日)下午 2:00 至 4:30 舉行

「林南牧場」之「紙想和你在一起」親子玩

創意活動，地點在地下室副堂，活動名額 80

人，報名期間自 7/6 至 8/24，額滿截止，歡

迎呼朋引伴，亦可邀請新朋友，相關資訊請

洽櫃台。 

3. 八月份靈修材料「豐盛人生」及 7-8月的「

禱告手冊」均已出刊，弟兄姊妹請至主日櫃

檯購買或領取。 

4. 9/6（六）舉行「秋季水禮」，凡清楚重生

得救而尚未受洗的弟兄姊妹，請把握機會踴

躍到櫃台報名，8/24報名截止。 

5. 【委身課程】上課時間：9/13【1001委身家

庭】、9/14【2001委身成長】、9/28【4001

委身宣教】、10/19【3001委身服事】，報

名請洽教會主日櫃台。 

6. 沒有「等候父所應許的」一書的弟兄姊妹，

可到櫃臺索取。每人限拿一本，若需多取，

請在櫃臺登記用途。 

7. 合家歡協會志工招募─敬邀弟兄姐妹加入服

事人，榮耀神的工作。我們需要可在週間固

定時間服務的志工 2～3 名。工作內容：1. 

恩典小舖物資整理，寄送花東各小棧；2. 行

政文書登錄、收發、資料整理歸檔及郵件寄

送等工作。3.活動場地服務規劃。有意願的

弟兄姊妹請洽詢五樓 D室合家歡辦公室，

或電洽曹祕書（2351-8331）。 

8. 媽媽禱告會 8/17 (日)10:50-11:35 在教會

三樓(3E)，歡迎媽媽們一起來為孩子禱告。 

本週代禱事項  

【事工代禱】 

第三季的造就班開始籌備，盼望所有開設的課

程都能符合弟兄姊妹靈裡的需要，激勵弟兄姊

妹願意花時間在神的話語上多下功夫，讓授課

的老師們和上課的學員們都同蒙造就。 

【宣教關懷】 

1. 8/8~11、8/9~16 各差派三位老師前往海外

培訓，請為老師授課所需的體力與靈力，並

授課果效、交通順暢、出入平安守望禱告。 

2. 差傳協會今年上半年經常費奉獻 622 萬，年

度預算為 1575 萬多元，求主在眾堂肢體中

作感動，使 2014 年度宣教士供給及事工費

能足夠。 

【國家社會】 

為澎湖空難及高雄氣爆事件善後代禱，懇求 

神憐憫安慰受傷的心靈，保守災區的復原工作

順利。 

台北市以馬內利靈性發展協會 

籌備會公告 

103年 7月 29日籌備會清字第 001號 

主旨：本會業經台北市社會局 103年 5月 6日北

市社團字第 10333563400號函准予籌組，

茲成立籌備會並公開徵求會員。 

一、宗旨：發展人類靈性光輝來提升天賦潛能，

促進敬天愛人及物之心，增進社會祥

和風氣，創建幸福豐盛人生。 

二、入會資格：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

有行為能力者，經理事會通過

之個人。 

三、申請入會之期間：即日起至 103年 9月 5日

止。 

四、籌備會地址：臺北市林森南路 2號 5樓 E室 

（ 聯絡人：蔡瑤芳；電話：02-23935542分機526 ）。 

五、入會申請書請向籌備會書面（附回郵信封）

或傳真：02-23960362索取。 

主任委員阮文清 

「什麼是服事、要如何服事」 

系列講座 

8/17（主日）下午 1:30在教會地下室副堂

由蒲正寧弟兄分享「雲端的服事」─ 

資訊與聖經應用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聖聖靈靈專專欄欄    

  

復興的影響（續）   

    聖靈的工作增多，也是我們不甚熱心支持復興的原因─它驚動了整個團體。教會中

的顯要尤其會被兩種情形所冒犯。他們排斥在聚會中「歇斯底里的行為」，也憎惡新的

帶領。因為復興常具有這兩種特色，教會中既得利益者，難免會有懼怕和敵對的反應。 

    愛德華滋認為，在祈求赦免的混雜聲浪或倒在地上發抖，甚至是「魔鬼大聲哀號」

的現象中，仍然要求有秩序，那就好比「如果有一羣同伴本來是在田野聚集祈求雨水，

卻因一陣豐沛驟雨而中斷儀式」，那才更是混亂。 

    他何其確定，當聖靈作工時，我們卻愚蠢地衷嘆這是「混亂」，因此他大聲疾呼：

「但願在下個主日，在全地所有的大聚會，神也給他們像這樣的混亂，使得所有的禮拜

儀式中斷！我們無須為打斷機械式的秩序而擔憂，到終了時，一切還是會引導就緒的。

一個尋寶的人，不必為了在半途已尋到寶藏中止旅途，而感到難過。」 

     

 

                                本本文文節節錄錄自自韋韋約約翰翰醫醫師師所所著著「「當當代代靈靈恩恩現現象象」」˙̇經經校校園園書書房房出出版版社社同同意意使使用用  

 

本週壽星 弟兄： 陸維棟、林彥儒、陳承川、程永真、曾聰賢、傅孫國、陳宏傑、高志成 

 姊妹： 呂美慧、鄒本鑾、張庭瑄、張玉珮、陳文霞、駱家美、劉麗娟、鄭陳繽、王黃娥 

何雅娟、楊璦寧、簡秀真、史允平、林貝佳、郭  足、胡詠荃、簡婉縈、金毓渝 

詹宜儒、方楊滿足 

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英語堂 合計 週三禱告會 

人數 80  247  231  33  591  39 
 

堂別 
幼幼 II 
0-3 歲 

幼幼 III 
0-3 歲 

幼兒 II 
4-6 歲 

幼兒 III 
4-6 歲 

兒童 II 
7-11 歲 

兒童 III 
7-11 歲 

尋真 
13-15 歲 

慕義 
16-18 歲 

真愛 
19-24 歲 

人數 10 10 8 9 32 14 ALOHA 體驗營 102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宣 教 國外差傳 感 恩 

筆  數  86 筆 1 筆 11 筆 6 筆 

金  額 28,250 549,500 2,000 35,000 59,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8 月 17 日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瀞淵長老 

陳石麟 尤雪芳 吳揚 林穎知 陳怡璇、李盈錚 

第二堂 
蔡宏昌／敬拜團 

郭傳美 林維頌 

林穎真 

新樁小組 

第三堂 林韋翰 而立小組、張清林 

英語堂 
Violet 

McMaster 
謝翠玲  游玉真  鄭淑慧 車莎 王慧婷 

   


